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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6          证券简称：南大光电                公告编号：2021-076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大光电 股票代码 30034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苏永钦 周  丹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平胜路 67 号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平胜路 67 号 

电话 0512-62520998 0512-62525575 

电子信箱 natainfo@natachem.com natainfo@natachem.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42,788,121.40 261,795,022.46 6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520,163.22 88,374,098.45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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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5,873,493.36 1,601,207.83 4,013.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839,068.74 -36,888,190.68 340.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37 0.2208 -3.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53 0.2208 -7.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9% 6.99% -0.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892,445,407.54 2,673,036,909.39 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4,152,007.23 1,318,874,865.76 6.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4,39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洁 境内自然人 11.66% 47,461,643  质押 1,100,000 

张兴国 境内自然人 7.30% 29,684,200 22,263,150   

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1% 27,313,50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河创新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57% 18,600,000    

上海同华创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3% 16,399,520  

质押，司法再冻

结 
6,340,000 

冻结 4,660,000 

北京宏裕融基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3% 8,672,550    

张建富 境内自然人 1.59% 6,461,400    

孙祥祯 境内自然人 1.17% 4,769,78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国证半

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3,420,19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国联安中证

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

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2,380,6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沈洁与股东北京宏裕融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关系，两者合

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56,134,19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3.79%。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上海同华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000,000 股外,还通过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399,52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16,399,52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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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经过几年的努力，公司先进前驱体材料、电子特气和光刻胶三大关键半导体材料的业务布局基本完成，技

术创新、产能扩大、品质提升和共赢并购增长的协同效应凸现，主营收入和扣非利润实现快速增长。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278.81万元，同比增长69.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552.02万元，同比下降3.23%；

考虑到上年同期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确认的投资收益的一次性因素，主营利润的实际增长快速，上半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587.35万元，同比增长4,013.99%。 

1、前驱体业务增长加快 

报告期内，MO源产品产销两旺，有毛利提升带动的净利润增长，又有通过提升MO源超纯化和超纯分析技

术实现的第三代半导体领域的新应用市场增长。此外，高纯ALD/CVD前驱体产品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市场拓

展，报告期内多个产品批量供货给国内外先进半导体企业，销售额达到1,209.0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48.20%。

随着客户验证的进一步推进，有望取得规模化增长。 

2、电子特气业务保持快增长势头 

今年以来，公司在磷烷、砷烷市场份额持续增长的同时，新一代安全源、混气产品又相继产业化，促进了

新一轮的发展。报告期内，氢类电子特气产品销售收入和毛利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1.47%和69.47%。最新升级

的超高纯砷烷产品品质在下游客户的测试中已超过目前国际先进同行的技术水平，超高纯磷烷产品进入国际一

流制程的芯片企业，标志着公司氢类电子特气已跃居世界前列。 

含氟电子特气生产基地飞源气体，一手抢抓市场，一手紧抓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大，降低成本，提高品质，

上半年销售收入和毛利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8.38%和90.21%，产品覆盖集成电路、面板平板显示、电力开关等

领域。下一步，公司主动作为，在全球电子气体细分市场中，选择乌兰察布作为做强做大三氟化氮等高纯氟系

电子材料项目的实验田，通过依托本土自然禀赋、供应链、制造、物流和市场等本土优势，综合发挥公司团队

进取、技术自主、品质优良和机制先进的企业优势，持续创新改进，以做强做大三氟化氮为抓手，培养居全球

前列的产品服务，逐步摸索关键半导体材料低成本、大规模、稳品质、多品种和绿色低碳增长的新路子。 

3、ArF光刻胶研发和产业化实现突破 

公司自主研发的ArF光刻胶产品继去年底在一家存储芯片制造企业的50nm闪存平台上通过认证后，2021年5

月又在一家逻辑芯片制造企业55nm技术节点的产品上取得了认证突破，并且取得小批量订单，实现销售。2021

年7月，公司承接的国家02专项之“ArF光刻胶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项目通过了专家组的绩效评价验收，项目已

建成年产25吨的生产线，为ArF光刻胶的规模化量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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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极推进再融资和战略投资者引进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效益显著提升了经营性现金流的持续增长。同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6.13

亿元，子公司宁波南大光电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的增资

款18,330万元，均已成功到位，有力增强了公司资本实力。 

5、业绩增长趋好 

增收节制执行均好于预算。受行业景气和市场需求牵引，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扩大较快，销售回笼和利润

增长进一步向好。同时，去年实施的“专项奖金”已全部计提完毕，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应的激励成本也已逐

月分摊，以及募集资金和子公司引进战投的到位资金的合规理财等，都将对后续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6、风险管理任务更重 

随着公司生产基地布局、产能和客户市场的扩大，不仅将面临行业周期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竞

争的进一步加大，而且，在安全生产、营运和品质管理等方面任务艰巨。因此，下半年将在公司全面推行“管理

体检”，促进公司安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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